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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和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在紐約州啟動女性選舉權一百週年慶典紀念

活動  

 
女性選舉權委員會  (Women’s Suffrage Commission) 設立網站並在州議會大廈東
區畫廊  (Capitol’s East Gallery) 舉辦展覽；帝國州廣場大廳  (Empire State Plaza 

Concourse) 慶祝紐約州領導開展女性選舉權運動  

 
女性選舉權委員會召開  2017 年首次會議  

 
紐約州各地策劃開展各種活動和慶典用來紀念該一百週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慶祝婦女歷史月  (Women’s History Month) 的開端，並宣佈

紐約州今年慶祝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州政府今日設立女性選舉權委員會網站用

來紀念該一百週年：www.ny.gov/suffrage。今天發佈的網站提供與紐約州各地近期

活動相關的資訊、介紹紐約州婦女參政論者，並帶遊客領略紐約州與選舉權運動及

婦女權益有關的歷史著名景點。  

 

「我們在本月紀念紐約州從塞尼卡瀑布城大會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到 2015 

年批准《婦女平等議程  (Women's Equality Agenda)》這整個婦女選舉權戰役中發揮

的關鍵作用，因為在紐約州，我們知道婦女權益也是人權，」葛謨州長表示。

「我建議紐約州全體民眾和遊客參觀這些展覽、探索紐約州婦女帶頭實現的歷史大

事，並了解她們在爭取平等權益的戰役中克服了哪些障礙。」  

 

紐約州是美國史上首屆婦女權利大會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的舉辦地，該屆

大會於 1848 年  7 月 19 至 20 日在紐約州塞尼卡瀑布城  (Seneca Falls) 召開，由盧

克瑞德·摩特  (Lucretia Mott) 和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組織

安排。六十九年后，在  1917 年  11 月 6 日，紐約州的女性贏得了選舉權。  

 

「紐約州的女性在追求平等權利的戰役中創造了不朽的傳奇，這場戰役於將近  170 

年前在塞尼卡瀑布城開始，因為她們的擁護，紐約州比美國其他州提前三年批准了

婦女選舉權。我們今年紀念領導平等權戰役的女性取得的成就，從而打好基礎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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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抵制工作場所歧視行為、支持薪酬平等、維護女性對自身醫療護理的決策權，」

紐約州女性選舉權委員會主席兼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作為

紐約州地位最高的民選女性，我把鼓舞新一代女性奮起反抗和塑造更加公正平等的

社會看作是自己的使命。」  

 

紐約州女性選舉權委員會由  14 個成員組成，由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擔任主席，委員會將負責策劃執行全州在  2017 年啟動的各類計畫，2017 年標誌

著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00 週年，第 19 項修正案 (19th Amendment) 到  2020 年獲得

批准滿一個世紀，該修正案為美國全體女性賦予選舉權。  

 

「我極大受益於婦女參政論者開展的工作，因此很高興紐約州總務署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OGS) 在這些特殊的巡演和展覽活動中重點展示婦女參政論者取

得的成就，」羅安·德斯提托  (RoAnn Destito) 署長表示。「我建議每個人花時間

了解紐約州作為女權運動發源地的歷史地位，並且是首批向女性賦予選舉權的州之

一。」 

 

「紐約州是當代女權運動的發源地，我們有責任延續這一傳奇並持續取得進步，」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我們州有幸擁有很多優秀的女性，她們開展工作、做出犧牲並參與鬥爭以構建更

加公正公平的社會。婦女歷史月讓我們有機會走到一起為婦女提供支持並通過有利

於女性的立法。」  

 

「紐約州今年的女性選舉權一百週年慶典活動是紀念這一重大成就的千載難逢的機

會，」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她支持與設立委員會相關的法案。

「我很榮幸與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以及其他多位擁有傑出成就的女性一起在選

舉權紀念委員會  (suffrage centennial commission) 任職。我們之前的幾代女性抗

爭、犧牲、堅持以保障我們的選舉權並創造機會讓我們取得領先地位。我們必須充

分利用這一重要機會用來向年輕一代宣傳女性選舉權的歷史意義，以及我們州在爭

取全國女性選舉權方面發揮的獨特作用。」  

 

「在歷史上，紐約州始終引領全國推進婦女權益，」婦女立法小組  (Legislative 

Women’s Caucus) 組長兼女眾議員唐娜·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我們紀

念女性選舉權在紐約州誕生滿  100 週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  58 位女性任職於

州議會，比例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婦女立法小組很榮幸延續這一傳統，為紐約州女

性推動處理各種重要議題和問題。」  

 

「100 多年來，紐約州在女權運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奧爾巴尼市  (City of Albany) 

很自豪成為實現該進展的中心城市，」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  M. 希恩  (Kathy M. 

Sheehan) 表示。「作為奧爾巴尼市首任女性市長，我很自豪我們市時至今日推進

這個關於平等的承諾。感謝葛謨州長和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紀念女性在我們偉

大州的歷史上已發揮的並將繼續發揮的重要作用。」  

 



紐約州為紀念婦女歷史月開展多項活動，包括在帝國州廣場和紐約州議會大廈  

(New York State Capitol Building) 舉辦多場展覽供公眾參觀。展覽『紐約州女性選

舉權  (Women’s Suffrage in New York State)』在州議會大廈走廊內舉辦，這條走廊

銜接州議會會場和帝國州廣場，展覽將展出支持和反對選舉權的宣傳機構的圖片，

以及組織遊行示威直到投票勝出的女性的歷史照片。展覽供民眾大致了解這一具有

歷史意義的鬥爭和為爭取女性權利取得的突破性勝利。  

 

展覽『紐約州女性選舉權  1917 – 2017 | 選舉權之戰與完全平等遊行  (New York 

State Women’s Suffrage 1917 – 2017 | The Fight for the Vote and the March for Full 

Equality)』在州議會大廈二樓東區畫廊內舉辦，展示將近  70 年的選舉權鬥爭歷

程。展覽將重點展示  12 個有影響力的婦女參政論者的生平，及其在為非裔美國婦

女和工薪階層婦女爭取選舉權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該展覽將持續一個月，展示一

輛『1776 年精神 (Spirit of 1776)』木制選舉馬車，1913 年夏季，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一位婦女參政論者及其八歲的女兒乘坐這輛車行遍整個長島地區和曼哈

頓區  (Manhattan) 宣傳女性選舉權的重要意義、並展示婦女參政論者攜帶的一幅  

1917 年的橫幅標語，以及伊麗莎白·坎頓·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在 1854 

年向紐約州議會演講的文稿。  

 

紐約州議會大廈的一個亮點是大西部樓梯  (Great Western Staircase)，這座樓梯以

精緻的石雕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示多位美國歷史名人。樓梯快竣工時，人們發現它未

展現任何一位著名女性。該展覽所在區域位於帝國州廣場遊客中心與禮品店  

(Empire State Plaza Visitor Center and Gift Shop) 外，將展示這座樓梯後來增加的代

表六位女性的石雕作品。哈里耶特·比徹·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克拉拉·巴

頓  (Clara Barton)、弗朗西斯  E. 維拉德 (Frances E. Willard)、莫莉·皮徹爾 (Molly 

Pitcher)、阿米娜·斯潘賽  (Elmina Spencer)、蘇珊 B. 安東尼 (Susan B. Anthony)。 

 

遊客中心外還展出以哈麗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 為原型的壁畫和地下鐵路，

壁畫由羅徹斯特市  (Rochester) 門羅社區學院藝術系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Art Department) 的學生創作。塔布曼  (Tubman) 作為地下鐵路的『售票員』而聞

名，後來成為女權運動的積極支持者。  

 

在整個三月，遊客可參加特殊的州議會大廈一小時游，該行程重點展示選舉權運

動。行程將展出精選藝術品以展示婦女參政論者的歷程。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州議會

大廈行程的資訊，請訪問  www.empirestateplaza.org。  

 

此外，紐約州各地還將策劃各種活動和慶典以紀念這個一百週年。  

 

在塞尼卡瀑布城，公約日  (Convention Days) 是一項為期三天的年度活動，定於  

2017 年  7 月  14-16 日舉辦，旨在延續  1848 年公約提出的構想。塞尼卡瀑布城女

權國家歷史公園  (Women’s Rights National Historic Park) 仍令民眾回憶起在麥克林

托林故居 (McClintock Home) 召開的首屆女權大會，這是大會領袖伊麗莎白 ·坎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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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頓  (Elizabeth Cady Stanton) 的宅邸，首屆女權大會正是在這裡策劃的，以及大

會舉辦地，即衛斯理工會禮拜堂  (Wesleyan Chapel)。  

 

選舉週 (VoteTilla Week) 安排在 2017 年 7 月 16-22 日，參與者在此期間將乘坐運

河船從塞尼卡瀑布城前往羅切斯特市，最後在國家蘇珊  B. 安東尼博物館與故居  

(National Susan B. Anthony Museum & House) 參加慶祝活動。運河船沿途將在多個

村鎮停泊，供乘客觀看歷史再現活動、聆聽演講和音樂，這些活動由當地團體以及

夥伴組織共同組織舉辦，包括紐約州運河協會  (Canal Society of New York State)、

蘇華德故居  (Seward House)、羅徹斯特大學蘇珊  B. 安東尼女性領導中心  

(University of Rochester’s Susan B. Anthony Center for Women’s Leadership)。同樣在

羅切斯特市，多家機構合作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of Rochester) 

將舉辦展覽『因為她這樣的女性  (Because of Women Like Her)』用來紀念這個一百

週年，旨在吸引遊客了解歷史及其當代命題。  

 

在費耶特維爾市  (Fayetteville)、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附近地區以及  1852 年國家

女權大會舉辦地，遊客可以參觀婦女參政論者馬蒂爾德 ·喬斯林·蓋奇  (Matilda 

Joslyn Gage) 的宅邸。和安東尼  (Anthony)、斯坦頓 (Stanton)一樣，蓋奇  (Gage) 是

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的創始人。博物館展示

蓋奇  (Gage) 開展的工作，並力求關注當代社會公平問題。震顫教也是女性權益和

選舉權的早期支持者，震顫教博物館 /黎巴嫩山 (Shaker Museum/Mount Lebanon) 與

巴德西蒙洛克學院  (Bard College at Simon’s Rock) 今年合作舉辦一場特殊展覽、徒

步旅行、公共活動及學術活動以紀念一百週年。  

 

這些及其他重要歷史景點展示了紐約州在爭取種族及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者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LGBT) 公平正義方面發揮的主導作用，相

關資訊請見  www.paththroughhistory.com 和  www.iloveny.com/milestones。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葛謨州長為保護和推進女權開展的工作，請訪問  

https://www.ny.gov/programs/new-york-s-promise-wo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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